
图为北京金隅队球员马布里 （左） 在比赛中带球进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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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
讯 员 粟 用 湘 ） 为 期 一 周 的 第 14届
CUBA联赛西南赛区分区赛29日下午14
时在湖南师范大学开赛 ， 东道主湖南
师大女篮将迎战中南财政政法大学女
篮。

中 国 大 学 生 篮 球 联 赛 ， 简 称
CUBA， 是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高校间
篮球联赛 ， 其影响力仅次于中国男子
篮球职业联赛CBA， 赛事以 “发展高

校篮球 ， 培养篮球人才 ” 为宗旨 ， 模
式参照美国的NCAA大学篮球联赛形
式，设男子组和女子组。 该赛事自1998
年正式举行以来，已成功举办13届。

据悉， 本次比赛是湖南师大第3次
承办这一分区赛。 比赛共有来自西南赛
区的16支男篮队伍和12支女篮队伍参
与角逐，共将进行94场激烈比赛。 整个
比赛将于4月5日结束。

据介绍， 为更好推广篮球文化，比

赛 期 间 ，CUBA 将 在 参 赛 院 校 展 开
“ CUBA 校 园 梦 工 厂 ” 活 动 ， 展 现
CUBA独特的校园文化风貌。 “校园梦
工厂 ” 将陆续推出一系列针对不同群
体的活动内容。

作为 “CUBA校园梦工厂” 系列活
动之一， CUBA与联赛供应商斯伯丁还
将联合举办 “CUBA校园创作大赛 ”，
为热爱写作 、 摄影和视频制作的大学
生们提供一展身手的创作平台。

CUBA西南赛区今日长沙开赛

湖南师大女篮迎战中南财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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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8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混淆是
非，颠倒黑白，借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洪磊是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作出
上述表示的。 有记者问：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会27日通过涉藏决议， 对中国相关政策说三道四。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表示， 中国政府致力于保障各族人民的合
法权利，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美国会一些议员混淆是
非，借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说，目前在南北苏丹边境地区的中国公民基本安全。

他说，外交部和中国驻苏丹使馆高度重视在苏
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已要求苏方切实加强保
障；同时，提醒在该地区的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安
全意识，加强防范，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据报道，苏丹和南苏丹军队26日在边界地区发
生南苏丹独立以来两国之间最严重的军事对抗。

美参议院通过涉藏决议

中方坚决反对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巴基斯坦军方28日证实，
巴基斯坦和美国军方高层人士定于当天下午会面。
这是去年11月美军 “误炸” 巴基斯坦边境一处检
查站后两国军方高层首次对话。

巴基斯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安全官员证实，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马蒂斯、 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最高指挥官和
驻阿美军司令约翰·艾伦已经抵达巴基斯坦， 将与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什法克·佩尔韦兹·基亚尼
会面， 地点是位于拉瓦尔品第的陆军总部。

按巴基斯坦军方的说法 ， 对话重点是调查
“误炸” 事件、 改善边境协作程序。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28日电 俄罗斯联邦委员
会 （议会上院） 28日批准独联体国家自由贸易区
条约， 俄罗斯因此成为首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

该条约旨在实现独联体国家之间真正有效的
自由贸易。 条约要求各国相互取消大部分商品的
进出口关税， 并尽量减少依然存在进口关税限制
的商品清单。

俄率先批准独联体国家
自由贸易区条约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伊朗外交部长阿里·阿克
巴尔·萨利希28日说， 伊朗4月13日将与伊核问题
六方恢复对话， 地点还没有确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萨利希与到
访的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会面时
宣布这一决定。 对话地点今后几天将由伊朗首席
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宣布。

萨利希说，伊朗认为，与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
美国和德国对话，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最合适地点”。

伊朗下月重启核谈

美巴军方高层恢复对话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蔡矜宜）3月28日，由省
体育局、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组织的“弘扬雷锋
精神，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最后
一站在吉首结束。

本站活动以目前风靡世界的“排舞”为主，两
天的免费教学，能容纳近200人的教室里站满了慕
名而来的学员。 “相对于传统的广场舞，排舞更加
规范化， 更有利于通过大众性的赛事活动进行推
广。 ”本次活动主讲教练之一、世界体育舞蹈联合
会中国总部副主席薛来芬告诉记者。

本次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共进行了4站活动，省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周光正表示：“群众的健身
热情很高，但由于场地有限，各地体育局不得不控
制参加学习的报名人数。 今后我省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活动还将长期举行。 ”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吉首落幕

28日晚， CBA总决赛第4回合的较量在北京五棵
松篮球馆展开。 北京金隅队主场以107比98击败卫冕
冠军广东东莞队， 以总比分3比1夺得赛点， 距离球
队史上首个CBA总冠军仅一步之遥。

这场比赛是一场提前的 “天王山之战 ”。 对于
北京队而言， 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意味着手握3
个赛点， 在接下来的第5回合很可能一鼓作气直接
拿下。 不可否认， 这支首次闯入总决赛的队伍离冠
军越来越近了。 对于广东队而言， 刚刚完成一场复
仇之战， 将总比分扳回成1比2， 重新燃起希望， 可
这场比赛的落败， 几乎将广东队置于绝境。

上一场比赛， 马布里个人拿下36分， 北京队却
输了。 28日晚， 北京队莫里斯得到全队最高的32分，
马布里投中3个三分球也有28分入账。 可以说， 28日
晚北京队的胜利， 很大一部分是战术的胜利， 每一
节比赛， 他们都打得很有章法。 相比之下， 广东队
就显得有些急躁了。

比赛进行到第2节的最后4分钟时， 北京队朱彦
西在一次防守中被对手撞伤。 据队医描述伤到了肋
骨， 俱乐部紧急叫了救护车， 用担架将朱彦西抬离
赛场。 目前， 还不能确定朱彦西的伤情究竟如何 。
如果朱彦西无法出战下一场比赛， 那么对于北京来
说影响将非常大。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大家最担心的 “京骂” 似
乎 “随风而去” 了。 28日晚， 球迷没有 “京骂”， 他
们高喊 “上腿” 和 “换苏伟” 等自创口号。 赛前2个
小时， 北京五棵松篮球馆的大屏幕不间断地播放文
明观赛的宣传片， 闵鹿蕾、 马布里、 陈磊都在该短
片中发言， 希望大家能够爱护主场， 文明观赛。

CBA总决赛第4回合，北京队主场107比98战胜广东
队，以总比分3比1夺得赛点———

北京“黑马”触摸冠军奖杯
本报记者 蔡矜宜

赛前宣称精心准备了 “陷马坑” 的广东队，
昨晚 “陷马” 不成， 反被 “坑” 陷。

成功跳出 “陷马坑” 的马布里， 不断地穿插
突破， 不断地撕开对手的防线， 为队友创造一次
次得分机会 ， 率领北京队赢得这场 “天王山之
战”。 抢得赛点后， 北京 “黑马” 已经有一只手
触摸到了CBA冠军奖杯。

本届CBA总决赛已步入群雄纷争的年代，不
再是以往一骑绝尘的霸主时代。 首次跻身总决赛
的北京队居然首先闯过3关，将七冠王广东队逼到
悬崖边。 正如广东队主帅李春江赛前所说的，“到
这个时候，很难说谁强谁弱。 ”确实，第4回合更多
的是双方心态的博弈，是球员智慧的比拼。

对广东队来说， 第4回合已经不容有失， 只
有将总比分扳平， 重回起跑线， 七冠王的颜面才
能保住 ， 才能顺理成章地捧起第8座冠军奖杯 。
攻陷对方的 “头马”， 是赢得比赛的关键。 在全
力围追堵截马布里的时候， 在比赛陷入胶着的时
候， 广东球员愈发焦虑， 不知不觉掉进自己挖的
“坑”， 不但场上组织大乱， 还一度陷入个人单打
独斗之中， 不再全线开花， 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王
者风范。

北京队能成功跳出 “陷马坑”， 还得益于一
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年军。 尽管朱彦西受伤下
场， 还有吉喆、 翟晓川等小将接过了接力棒， 在
几近窒息的场上氛围中居然运掉自如 ， 攻防有
序， 在关键时刻发力， 成为马布里的得力助手，
并得分过双。

闯过 “陷马坑”， 北京队正在以 “菜鸟” 身
份创造CBA的历史。

陷马坑
■场外任意球

苏原平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3月28日电 叙利亚外交部
28日说 ， 叙利亚将拒绝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 ）
首脑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关于叙利亚危机的倡议。

叙外交部发言人吉哈德·马克迪西当天在大马
士革说， 29日即将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的阿
盟首脑会议将讨论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阿拉伯倡议。
他指出， 自阿盟中止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之日起，
叙利亚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仅限于双边关系 。 因
此， “叙利亚拒绝在没有叙参加的情况下阿盟发
表的任何级别的倡议”。

阿盟第23届首脑会议将于29日在巴格达召开。
阿盟本月22日在开罗召开的峰会筹备会上确定了
此次峰会的重点议题， 除叙利亚问题外， 还有巴
以争端、 反恐问题、 也门局势等十余项议题。

阿盟首脑会议将召开
叙拒绝任何涉叙倡议


